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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紐約人主場迎戰洛杉磯湖人，這亦是
近年受傷患困擾的高比，自2012年12

月14日後再度重返麥迪遜公園出戰。高比
在首節表現不俗，5投3中，不過其後時間
手感冷卻，14次投射只得3中，包括在比賽
最後6分鐘連續射失4球，間接令紐約人在
關鍵時刻打出一段11:0的小高潮，最終反超
前以99:95獲勝。
今仗拿下全隊最高18分的高比，在麥迪
遜公園曾有過輝煌戰績；他於1996年11月
5日，在麥迪遜公園投入生涯第一個得分；
1998年打了職業生涯中第一場全明星賽；
2009年2月2日，高比在與紐約人的比賽中
狂得61分。因此高比在比賽中受到了紐約
球迷的頂禮膜拜，他每一次持球，觀眾席都
會爆發一陣熱烈的歡呼。
比賽結束後，高比和前湖人隊主教練、現

任紐約人總裁積遜等擁抱致意。另一位湖人
舊將、紐約人的主教練費沙因在第三節不滿
裁判判罰，連續吃到兩個技術犯規被驅逐出
場，他因此錯過了高比的賽後擁抱。

望每場比賽都上陣

目前高比正處於合同的最後一年，教練史
葛表示他曾問過高比關於明年夏天的計劃，
「我們早於幾日前曾對話，講及他的感受
時，他向我表示『教練，這有機會是我最後
一個球季，所以如果我可以的話，我希望在
每一場比賽都上陣。』」其實早於上仗對戰
網隊賽後，高比被問及退役問題時，亦曾有
暗示之意：「如果現在要我回答，我會說這
是我的最後一季，不過我會保持開放態
度。」
而這場比賽為紐約人攻得24分的安東尼

則表示，如果這是高比生涯最後一個球季，
他將會很想念高比：「我跟他說，他走了一
切就會變得不同了。在我整個職業生涯中，
他都給我幫助，是我可以傾訴的對象，這一
切都將變得不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洛杉磯湖人教練史葛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

大爆與高比拜仁之間對話，透露後者在對話中

暗示將在本季後退役；而昨日舉行的NBA常規

賽中，可能是高比生涯最後一次在紐約麥迪遜

公園出賽，雖洛杉磯湖人以 95:99 不敵紐約

人，但高比今仗受到紐約球迷的頂禮膜拜。

儘管受傷的左大腿又被撞到，但

昨日勒邦占士仍取得29分、6個籃

板及4次助攻的表現，帶領克利夫

蘭騎士在主場以101:97擊敗印第安

那溜馬，奪下6連勝。

半場罵醒路夫

占士的左大腿早前在比賽中被撞到，接

受全天候的治療才能在昨日出賽，結果第

3節時再度被撞到；賽後他說：「一開始

感覺相當不錯，但是第3節又被撞到，所

以真的很痛，現在非常痛。」儘管如此，

占士還是以投23中10的表現攻下全隊最

高的29分，助騎士以4分之差險勝。

除了占士表現出色外，路夫今仗也有22

分及19個籃板的演出。不過今仗前兩節

比賽，路夫狀態低迷，如同夢遊，讓人

看不下去；所以半場時占士覺得有必要

罵醒一下路夫。「占士在半場時找我談

過，就是為了激勵我，讓我振作起

來，」路夫表示，「除此之外沒別的

了，就是這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頭號種子祖高域昨日直落兩
盤輕鬆擊敗賽會二號種子梅
利，取得創紀錄的巴黎網球大
師賽三連冠。祖高域同時也成
為巴黎大師賽首位「四冠
王」，28歲的塞爾維亞人曾於
2009、2013 和 2014 年三度問
鼎。
這是祖高域本賽季的第10個
冠軍頭銜，比男單世界第二、
瑞士天王費達拿多了4個。他在
本賽季的9個大師系列賽中摘取
6項桂冠，這一紀錄迄今為止無
人能敵。祖高域職業生涯中捧起大師賽
獎盃的次數目前達到26次，僅次於西班
牙紅土王拿度的27次。

目標定為追求完美
「把目標定為追求完美，你就有可能
表現卓越。」現男單排名世界第一的祖
高域說，「我就是抱着這樣的心態
的。」塞爾維亞天王目前唯一沒拿過的
大滿貫桂冠是法網冠軍，今年6月他在
法網決賽中輸給了瑞士人華連卡，這意
味着下個賽季的祖高域仍將帶着拿滿四
大滿貫的動力為「完美」而戰。
和之前兩輪動輒兩個多小時苦戰對
比，祖高域昨日只用了一個半小時就以
6:2、6:4結束戰鬥。「這是我一周來表
現最好的一場比賽，」祖高域說，「狀
態來得正是時候。」
祖高域在首盤比賽兩度破發，並在第
三局和第八局打出「love game」(一分不

失)，僅用時42分鐘便勝出。第二盤梅利
又是很快被破發以1:2落後，儘管他第四
局成功破發，並隨即成功保發以3:2反超
比分，但祖高域隨後展開反擊，5:4領先
進入發球勝賽局並順利保法。
這場勝利令祖高域的連勝紀錄增至22

場，他本賽季共參加15站巡迴賽，14次
打入決賽，成為公開賽歷史上同一賽季
創此數據的第一人。即將於倫敦開賽的
ATP年終總決賽上，他無疑又將是奪冠
的最大熱門。

■新華社

祖高域巴黎大師賽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
報》昨日報道，該媒體
了解到正在接受調查的
前國際田聯主席迪亞克
的受賄案細節，8名倫
敦奧運會的俄羅斯金牌
及銀牌得主給迪亞克賄
賂100萬歐元，用以逃
避藥檢。
這間英國媒體得到的信息裡，沒有披
露8名涉案運動員的具體名字，但提到
他們是2012年倫敦奧運會金牌或銀牌獲
得者，而且都是俄羅斯運動員。據悉，
在發生了賄賂行為之後，俄羅斯田徑運

動員被抽查到藥檢的幾率
甚至不到百萬分之一。
早前有媒體披露，從

2001年和2012年的12年
裡，在奧運會以及世錦賽
上的田徑徑賽冠軍至少
1/3冠軍在使用藥物，其
中有55人是金牌得主，
而俄羅斯田壇的興奮劑問

題最嚴重。但在8月底的北京世錦賽結
束前，迪亞克在自己任期內一直極力掩
蓋這些傳聞，他多次向媒體表示這些傳
聞是「陰謀」或「誹謗」。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前田聯主席傳受賄百萬歐元
助8名俄國選手逃藥檢

第四度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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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腳傷影響NBA常規賽周二賽程

(香港時間周三開賽)

主隊 客隊

騎士 對 爵士

巫師 對 雷霆

○熱火 對 湖人

速龍 對 紐約人

●公鹿 對 塞爾特人

木狼 對 黃蜂

鵜鶘 對 小牛

NBA常規賽周日賽果
拓荒者 103:120 活塞

雷霆 124:103 太陽

紐約人 99:95 湖人

熱火 96:76 速龍

騎士 101:97 溜馬

○now635台8:30a.m.直播

●now678台9: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武
術代表隊昨午為出戰明天至下周四在印
尼雅加達舉行的世界武術錦標賽，進行
誓師大會。港隊是次賽事精英盡出，派
出14名運動員包括世界冠軍及亞運金牌
得主等等，估計有望奪獎牌數量超10面
之多。
世界武術錦標賽是武術比賽最高級別
的國際賽，本屆共有145個國家的世界
頂尖武術運動員參賽，亞洲武術聯合會
主席、香港武術聯會會長霍震寰任港隊

總領隊。
港隊在武術套

路及散打兩大項
目都奇兵盡出。
兩名女散打代表
曾海蘭及文善
彤，都甚具實
力；其中曾海蘭
八月曾在泰國奪
得世界業餘錦標
賽季軍，原來她
學散打已有四
年，第一次代表

香港參加世錦賽的女子組56公斤級散打
賽，她期望爭取獎牌，更想三年後有機
會參加亞運會的散打項目。
至於套路隊以老帶新，耿曉靈、鄭天

慧、袁家鎣三名經驗老將帶新兵出戰。
耿曉靈是希望自己的經驗帶新人，去年
退役的諗頭暫擱置。前世界冠軍、武打
影星杜宇航將任「套路領隊」，他以個
人經驗幫助隊員出賽時穩定軍心，陣前
減壓，他希望借自己明星效應引起社會
多開注武術運動。

港武術隊精英港武術隊精英出戰世錦賽出戰世錦賽

港足鬥馬爾代夫維持踢下午波港足鬥馬爾代夫維持踢下午波

■■前國際田聯主席前國際田聯主席
迪亞克迪亞克。。 美聯社美聯社

■■占士占士((右右))出手投籃出手投籃。。 路透社路透社

■■高比高比((中中))嚴防安嚴防安
東尼東尼((左左))。。路透社路透社

■■杜宇航杜宇航((左左33))任任「「套套
路領隊路領隊」。」。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祖高域祖高域((右右))賽後與賽後與
梅利握手梅利握手。。 美聯社美聯社

■■高比高比((右右))今仗獨今仗獨

取取1818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祖高域高舉祖高域高舉
獎盃獎盃。。 法新社法新社

■■港足中鋒陳肇麒港足中鋒陳肇麒
((左左))。。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球迷與眾港足球球迷與眾港足球
員自拍員自拍。。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安東尼安東尼((左左))與高與高
比擁抱比擁抱。。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足球代
表隊(港足)在港府發出黃色外遊警示下，昨晨
如期出發去馬爾代夫，出戰世界盃外圍賽。
而足總主席梁孔德昨晚表示，國際足協已回
覆香港足總，表示有關後日馬爾代夫主場對
港足的賽事，因為早前已更改一次比賽時
間，不能再有第二次改動，故比賽將維持在
當地時間下午3時50分開賽。對於賽事在下
午開賽，港足教練金判坤強調，天氣酷熱下
隊員比賽流汗太多，體力難恢復，當然對港
足不利。
昨晨在機場有不少市民頻向港足教練金判

坤及新入籍兵艾力士、辛祖等「集郵」，而
梁孔德亦到機場送行，並向球員鼓勵和送上
祝福；梁孔德表示，由於要和政府及有關部
門連日開會，為17日港足主場對國家隊的賽
事作準備，所以未能赴馬爾代夫為港足打

氣。同時梁孔德亦透露：
「上場港足贏了不丹，獎金
高達30萬元，今場對馬爾代
夫仍然有高獎金，預計不少
於30萬元。」

陳肇麒擔心安全問題
儘管馬國發表聲明有軍方

和國防部擔保港足的安全，
但港足中鋒陳肇麒仍然感到
擔心，「始終該國目前仍是全國發出了緊急
狀態令，為保安全，只有在到埗後所有行事
都集體行動，不會獨自離開酒店，只會跟隨
球隊的行程安排。」順帶一提，昨日有線電
視發出通知取得港足對馬爾代夫的比賽獨家
直播權。
此外，港足熱潮不單止在機場出現，昨晨

在港足球衣贊助商旗艦店均出現人龍，購買
香港隊主場或客場球衣。同時，上周網上認
購港足對國家隊比賽門票的市民，昨晨起亦
開始到旺角場認證取票，市民花3分鐘便可以
憑信用卡認領取票，有球迷一人認領28張球
票，然而他們在17日入場時每位持票者須出
示身份證或護照入場。


